
03要闻
Email:jlxw1bs@126.com 电话：（0431）88600606 2020年1月23日 星期四 编辑 陈庆松 张健

遗失声明
●长春市鑫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将法人章（王

万春）、财务章（号码：2201050013541）及公章丢失，
声明作废。

原公主岭市城乡规划局在2013年4月1日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项目名称为范家屯镇霖星家园小区，建设单位为公主岭市天阳实
业有限公司，共审批18栋建筑，总建筑面积为96331m2,编号为建字第
G2013-A-068号。由于其中的15#、16#、17#、18#建筑尚未开工建设，且
规划将有所调整。所以该工程证中 15#、16#、17#、18#建筑面积为
26407m2，作废。特此声明 公主岭市自然资源局

2020年1月16日

公 告

公 告
沈阳局集团梅河口车务段依据《劳动法》第25条（四）项、签订的

《劳动合同书》七条2项（5）款规定，单方与董国龙、曲迎波、迟东3人解
除劳动合同。有异议，可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与梅河口车务段联系，
逾期未联系，则上述解除劳动关系通知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后即视
为送达。联系人：任海，联系电话：0435-6932222。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梅河口车务段
2020年1月20日

2019年12月末，省总工会起

草印发了《关于2020年元旦春节

期间组织开展送温暖活动的通

知》。当月27日，各市州送温暖

活动相继启动。街道社区、生产

一线、职工家中……工会干部送

去的是传统佳节的问候，更满载

着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

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在省总党组的高度重视下，在

各级工会干部的倾情运作下，在

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参与下，截至

今年1月中旬，全省工会“两节”

送温暖活动共筹集慰问款物

3109.46万元，发放款物2958.29

万元，走访企业2320家，慰问一

线职工52593人，慰问困难职工

29508 人，慰问困难农民工 389

人，慰问劳模774人，落实帮扶救

助政策351人次，提供生活救助

8974人次，提供医疗救助699人

次，提供子女助学救助962人次，

提供就业、培训、法律援助等帮扶

救助1217人次，提供心理健康服

务448人次，提供其他生活服务

保障3701人次，共帮助农民工平

安返乡70人次。

精心组织 亲切关怀

在春节到来之际，为了确保

全省困难职工温暖过年，为了能

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每个职工

心坎上，全省各级工会对送温暖

活动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精心组

织。2019年12月25日至26日，全总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许

山松率全总慰问团来我省走访慰问，慰问团一行赴长春、吉林

两市，前往吉煤集团和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座谈和

调研，前往企业困难劳模和困难职工家中走访慰问，送去了温

暖。省总工会领导组成13个慰问组分赴全省各市州，共走访

慰问29家困难企业、12户困难劳模和18户困难职工，了解企

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倾听职工的工作生活情况，征求大家对工

会工作的意见建议。省总领导的关怀让困难企业和职工进一

步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精准帮扶 普遍走访

今年的“两节”送温暖活动着重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

困难企业、去产能任务重的企业、厂办大集体改制企业和面临

困难的民营企业进行适度倾斜，实现了对所有在档困难职工

的普遍走访慰问，体现了精准帮扶原则，确保困难企业和困难

职工都能过一个温暖祥和的春节。同时，全省各级工会干部

全面深入基层生产一线、节日服务岗位，对工匠劳模、先进模

范人物、派驻挂职干部、坚守岗位一线职工等群体进行集中走

访慰问，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广大职工的心坎上，激励大家

勇于担当、再创佳绩。

创新思维 温馨服务

全省各级工会在“两节”期间积极谋划创新服务方式，丰

富服务内容，依托职工服务中心（站）为困难职工（农民工）提

供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帮扶救助、法律援助、心理咨询等帮扶

服务；为环卫工人等一线职工送米面油、保温杯、双肩包等生

活必需品和保暖用品；依托现有户外劳动者服务站，为户外工

作者提供饮水、就餐、如厕和休息等便利和服务；利用文化宫、

职工文体活动中心、职工书屋等阵地，开展健康向上的节日文

化活动；利用机场、车站等客流集中场所开展迎新春送春联、

送“万福”等活动。丰富的方式和内容为广大职工提供了温暖

又贴心的节日服务。

2020年春节来临，全省工会通过走访慰问、帮扶救助、法

律维权和丰富的服务保障架起了一座党委、政府联系万千职

工的知心桥、暖心桥。料峭寒冬里，“娘家人”陪伴广大职工温

馨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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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小年。

辽源市西安区社会

福利中心格外热闹。“新

春暖夕阳 大爱在西安”

活动在这里举行。

“我头发长了，帮我

剪短点……”等着剪头发

的老人们依次排队。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

心了，谢谢你了孩子！”医

疗志愿者周围也站满了

等待量血压、解答疑问的

老人。

而餐厅里，志愿者也

在欢声笑语中为老人们

包着饺子。

10点左右，喜庆热闹

的文艺节目开始轮番上

演。二人转《小拜年》让

老人们听得津津有味，模

特走秀、歌伴舞等6个节

目引得现场掌声阵阵。

接近11点，热气腾腾

的饺子端上餐桌，福利中

心200余位老人吃着可口

的饺子，脸上挂满了笑

容。

“这个小年过得可真热闹！我住进来一年

多，每到节日都有节目，看着孩子们这么忙活，我

们心里特别热乎。说实话，福利中心对我们无微

不至的照顾，加上领导的关怀，让我们在这里的

日子过得很幸福，真是感谢他们！”74岁的林玉

珍由衷地说。

据了解，为了让福利中心的老人们感受到节

日的欢乐，西安区已经连续9年组织志愿者来到

福利中心，为这里的老人们送来慰问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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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征兵时间区分为上半年和下半年

两次，上半年征兵，2月中旬开始，3月中旬

起运新兵，3月底征兵结束，重点征集各级各

类院校往届毕业生、高职高专毕业班学生和

各类社会技能人才，新兵批准入伍时间为3

月1日；下半年征兵，8月中旬开始，9月中旬

起运新兵，9月底征兵结束，重点征集各级各

类院校应届毕业生、在校生和新生，新兵批准

入伍时间为9月1日。

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自2020年起，

将义务兵征集由一年一次征兵一次退役，调

整为一年两次征兵两次退役。

实行一年两次征兵两次退役后，征兵时

间区分为上半年和下半年两次，上半年征兵，

2月中旬开始，3月中旬起运新兵，3月底征兵

结束，新兵批准入伍时间为3月1日；下半年

征兵，8月中旬开始，9月中旬起运新兵，9月

底征兵结束，新兵批准入伍时间为9月1日；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义务兵

服现役的期限为二年，士兵退役时间对应其

批准服现役时间。

征集时间调整改革后，征集的条件、标

准、程序和相关政策不变，征集对象仍以大

学生为重点。上半年征兵，重点征集各级

各类院校往届毕业生、高职高专毕业班学

生和各类社会技能人才，下半年征兵，重点

征集各级各类院校应届毕业生、在校生和

新生。

全 国 征 兵 网（网 址:http://www.gf-

bzb.gov.cn）是国防部征兵办公室指定的

唯一官方网上应征平台，具有办理兵役登

记、接受应征报名、开展政策咨询、查询个

人信息、受理监督举报等功能，自2020年 1

月 10 日起，全年开通运行,适龄青年可随

时登录。

吉林省征兵工作咨询电话：0431-

80930081

吉林省廉洁征兵举报电话：0431-

80930255，0431-80930081

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

2020年起实行一年两次征兵两次退役

本报讯（记者曾庆伟）据省气象台预报显示，2020年春节

期间（1月24-30日）全省平均气温-12.0℃左右，比常年偏高，

全省无降雪天气。气象条件有利于出行和室外活动。

春节期间天气具体预报如下：1月24日（除夕）：全省晴有

时多云。最低气温：东部-19～-14℃，其他地区-25～-20℃；

最高气温：东部和南部-9～-3℃，其他地区-12～-10℃。偏南

风3级左右。

1月25日（初一）：全省晴。最低气温：东部和南部-19～-

14℃，其他地区-24～-20℃；最高气温：西部-10～-7℃，其他

地区-6～-1℃。偏南风2～3级。

1月26日（初二）：全省晴。最低气温：东部和南部-19～-

12℃，其他地区-23～-20℃；最高气温：-8～-3℃。偏南风2

级左右。

1月27日（初三）：全省晴。最低气温：-23～-17℃；最高

气温：-7～-2℃。偏东风3级左右。

1月28日（初四）：全省晴有时多云。最低气温：全省大

部-19～-13℃；最高气温：-6～-1℃。东南风2级左右。

1月29日（初五）：全省晴有时多云。最低气温：-18～-

12℃；最高气温：-5～1℃。偏西风2级左右。

1 月 30 日（初六）：全省晴。最低气温：西部-20～-

17℃，其他地区-16～-10℃；最高气温：-3～2℃。偏西风2

级左右。

春节期间我省气温偏高无降雪

1月20日，腊月二十六，吉林省红嘴集

团燃起了喜庆的鞭炮，男女老少个个喜笑颜

开——集团公司又给村民们发春节大红包

了。红嘴过年发红包，今年已经是“七连发”

了，7年累计为村民发放2298万元。

致富思源谢党恩。村民柴凤林说：“企

业改制时，我分到了100万元，集团公司还

为村民办理了社保、医保，基本养老金到现

在已‘15连涨’了。我和老伴光社保收入一

年就有6万元，再加上集团公司春节发的红

包，两口人年收入将近10万元。这都得感

谢党，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啊！”

红嘴集团总公司总裁卢志民说：“公司

成立35年来，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理想不

动摇，实施以产业化提升农业、以工业化富

裕农民、以城市化改造农村的解决‘三农’

问题的发展战略，把一个吃粮靠返销、花钱

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生产小队改

造成大型现代企业集团，较好解决了‘三

农’问题。”

作为我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面

红旗”，截至2011年企业改制前，集团公司

集体资产积累达到了100亿元，累计上缴国

家税金近100亿元，年工业总产值突破200

亿元，村民年人均收入超过2万元，创下了

“神州第一屯”的奇迹。企业改制后，累计为

村民分红利达1.5亿元。

红嘴过年发红包
本报记者 张力军 通讯员 王喜久

1月17日，农历小年。

长春市首山逸居公租房小区里，已有了

年的味道。

一大早，记者叩开房门时，赵惠丽的屋

子里传出喜庆的音乐声。已年过花甲的赵

惠丽，笑容像花儿一样灿烂。

“今天小年，咱得吃饺子！”厅里的桌子

上，一盆已经和好的韭菜三鲜饺子馅闻起来

鲜香四溢。赵惠丽擀起了饺子皮，记者帮着

包起了饺子。

“我跟记者有缘呀！”一边忙活，赵惠丽

与记者拉起了家常。“2014年4月22日，我在

长春会展中心参加公租房抽签分配。好多

人申请，没想到我竟然抽中了！当时我就接

受了记者采访。”

记者环顾，50多平方米的房子，两室一

厅，虽然家具简朴，但屋里充满了温馨的气

息。

“我抽的房子是一楼，抽完签，我着急看

房子，没有钥匙进不去屋，就趴在新房窗户

上使劲往里看。一拿到钥匙，我们一家就迫

不及待地拎包入住了。”

赵惠丽谈起搬进公租房之前那段艰苦

的日子。他们一家三口和母亲住在那间不

到15平方米的危房里将近20年，“平房冬天

冷夏天热。冬天时，为了烧炕，每天一大早

我都得爬到外屋顶上，把引风机的霜除了，

再插上电。”回忆让赵惠丽情难自已，“上世

纪90年代，我和爱人双双下岗，当时上有老

下有小，日子没盼头……”

政策好，日子就好！赵惠丽说，如今赶

上了好时代，80多岁的母亲随他们一起住进

了公租房，母亲的退休金也从最初的90多

元涨到了2500多元。

说话间，饺子出锅了，腾腾热气散发出

来的不仅是饺子的香味，更是浓浓的年味儿。

公租房里过小年
本报记者 吴茗

（上接第一版）
车一停，便到了崔永涛的家门口。驻村

干部隔着车窗喊：“崔永涛在放羊，先进屋里

坐坐，我们去叫他。”

“在哪放羊？我们去找他。”记者答道。

冬日的大地白茫茫一片。远远望去，有

一处高坡地，羊群隐约可见。

待走近了，只见崔永涛头戴绒帽，脚蹬棉

靴，黑黑的脸膛上挂着墨镜，虽有些瘦小，但

显得很精神。

沿着地垄沟，他用钉耙把深埋在雪里的

玉米秆一点点刨出来。寻食的羊儿围着他，

埋头吃得香甜。

早上六七点钟把羊赶出来，中午回家吃

口饭，然后再回来，一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把羊

赶回羊圈。这就是放羊人的一天。

“够辛苦的。”记者说。

“日子有奔头，辛苦点没啥。”崔永涛笑着

回应。

家人的疾病、破旧的危房和孩子的学费，

曾是崔永涛心头的三座大山，压得他成天愁眉

苦脸，提不起精神。后来，村干部、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及包保责任人多次到他家走访，给

他讲政策、出点子，鼓励他树起生活的信心。

2018年春天，老崔家的土坯房经危房改造，

变成了大瓦房。紧接着，冷冷清清的院子里，又

多了村里帮他贷款买的10只活蹦乱跳的羊。

到了当年年底，崔永涛和妻子一算账，除

了还贷款，居然还有盈余。“这一下子就让我

干劲更足了，立马又买了10只小羊羔。”崔永

涛兴奋地说。

“雪地又冰天，穷愁十九年。”崔永涛告诉

记者，他从小过的就是紧巴巴的日子，没想到

现在有了致富的希望。

2019年，崔永涛的羊已经生产小羊羔30

多只，现在存栏26只。仅养羊一项，就帮他

摘掉了穷帽子。

看四周，一片银白。看近处，羊儿咩咩。

聊着聊着，已近正午。再折回崔永涛的

家，女主人蒋玉英正在院里伺弄小鸡小鸭，屋

内厨房里冒出热腾腾的水汽。午饭已经备

好，只等放羊的丈夫回来。

大女儿羞涩，躲在屋里不见人。小女儿

活泼，和叽叽喳喳的小鸡小鸭一起，围着母亲

打转转。

“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为我的大女儿

办了雨露计划补助金，孩子上大学的费用早

就不愁了。”蒋玉英告诉记者。

老母亲抱着一捆柴禾从屋后绕出来，乐

呵呵地问：“这一年到头，家里不断人，你们是

哪个单位的，帮我们干啥来了？”

把羊赶进圈，崔永涛进屋脱下厚厚的棉

衣，跟妻子一起看日历，掰着手指算日子。

“再过两个星期就是春节，脱贫后的第一

个年，咱得好好过一下。”妻子说。

“不到一个月就立春了。一只羊也是赶，两

只羊也是放。开了春，我再买10只羊。”崔永涛说。

“对，赶着羊，奔小康！”驻村干部笑着说。

牧羊人的春天

（上接第一版）景俊海饶有兴致地参观了他的

创新成果，鼓励他发挥示范作用，弘扬“工匠

精神”，在工作中创造更大业绩。

在东北师范大学，景俊海亲切看望校长

刘益春。他说，刘益春校长学术水平高、桃李

满天下。希望继续发挥优势，在科研征程中

勇攀高峰、再创辉煌。希望东北师范大学加

强“双一流”建设，培养吸引更多高端科技人

才，为吉林振兴发展打造强大后备军。汪尔

康、董绍俊院士夫妇均已年过八旬，看到两位

院士精神矍铄、神采奕奕，景俊海非常高兴。

他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吉林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加快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中

坚力量。希望大家潜心钻研、深入探索，多出

高水平成果，推进就地转化，为振兴发展提供

支撑。我们将优化服务保障，创造更好环境。

景俊海来到四平公安局铁东分局黄土坑

派出所，走访慰问正在执勤的一线民警，并向

全省公安民警致以节日祝福。他指出，春节临

近，基层派出所要加强值班值守和治安巡查，

强化安全隐患排查，做好社会治安稳控，确保

群众过上平安祥和春节。在国网四平供电公

司，他看望慰问坚持在岗的电力职工，鼓励大

家守好岗位、做好准备，强化应急抢险能力，

做到反应迅速、排险及时，保障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供暖、供水、供气、环卫等单位要组织

好设备检修、人员安排等工作，全力确保节日

期间民生安全。景俊海十分关心春运工作。

他来到四平东站，察看窗口售票、商店供货等

情况，与候车旅客交流，向铁路职工问好。他

强调，要搞好运力调度，强化安全管理，提供

便民服务，确保春运安全，让群众顺利回家、

平安过年。

李龙熙、王志厚参加相关活动。

诚挚祝福送温暖 亲切关怀增信心

春节临近，

我省春运迎来节

前客流高峰，沈

阳局集团公司长

春站预计日均发

送旅客12万人。

本报记者

王佳琪 摄


